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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

法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成为了法国
近60年来最年轻的总统，这可以说是“小
鲜肉”对“老干部”的终极逆袭。其实在汽车
圈儿 “小鲜肉”和“老干部”的PK也从未
停止，尤其是在中级车市场。“老干部”一贯
的稳定表现让许多人觉得很值得信赖，而

“小鲜肉”靓丽、时尚的外形是个大杀器，不
知多少人拜倒在“高颜值”之下。“小鲜肉”
的领军人物——东风标致308。

【“小鲜肉”高颜值大杀四方】
“小鲜肉”的高颜值一向是公认的，但

是“老干部”也不能说没有颜值。东风标致
308不管是外形还是内饰，既展示了法系车
的浪漫特质，又融合了年轻朋友对家庭用
车的审美，称其是紧凑级轿车的“颜值担
当”也并不为过。源自赛车黑白旗的点阵式
进气格栅搭配狮眼大灯，LED灯效运用让车
辆即使在夜间也可以具备极高的辨识度。
而内装部分则更加出色，i-Cockpit唯我座
舱的驾驶舱设计，包裹性极强，极富立体
感，细致的做工与接合工艺更让眼中的华
丽延伸到指尖，配合9.7英寸触控屏幕足以
让行车生活成为一场我行我素的时尚秀。

“小鲜肉”时尚、动感、有活力，“老干
部”稳重、内敛、不高调，二者各有千秋。时
间往前推几年，“老干部”毫无疑问占据上

风，可是如今，“小鲜肉”的高颜值绝对大杀
四方。

【“小鲜肉”有颜更有料】
俗话说的好“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年

轻、漂亮的“小鲜肉”的确令人心动，可是谁
知道他的实力怎么样。而“老干部”就不同
了，毕竟阅历在那，还是他们更靠谱一点。

除了数据之外，在实际驾驶过程中，308
的表现同样没有让人失望。

308车型排量是1.6L，从油耗数据来
看，308油耗不超过6L。由于308的油门调校
要更灵敏，因此308的起步感受更为轻松。
驾驶状态下稳住油门，发动机转速基本能保
持在1800rpm以内，处在一个较为经济的转
速区间。如果想要让超车或变线更加痛快，
还可以按下挡把旁边的按钮进入S挡运动
模式，此时发动机转速会瞬间升高约

500rpm，并保持在2300rpm以上。切换到S挡
运动模式后，仪表盘的数字显示会变成更加
醒目的红色，同时中央的液晶显示屏也会显
示即时功率、增压值和扭矩参数。

“老干部”群众基础更为深厚，“小鲜肉”
冲劲十足，实力不俗。不过“小鲜肉”308还有
大招，全民续享“0”购置税，最高享36期免
息。长江后浪推前浪，“小鲜肉”308的逆袭
之期就在眼前。

车坛风云志——“小鲜肉”PK“老干部”逆袭有望

近期，美股表现强劲，美国三大股
指中，道琼斯指数再次站上21000点，纳
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齐创历史新
高，美股等海外市场亦成为境内许多投
资者关注热点，而目前正在发行的易方
达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QDII-LOF）也
成为投资者借道海外投资抢抓优质美
股红利的新机遇。该基金的美元份额
（基金代码：003722）和人民币份额（基
金代码：161130）正在发售中，投资者可
于6月16日之前在国内以美元或人民
币购买。

据悉，易方达纳斯达克100指数基
金以纳斯达克100指数为跟踪标的，纳
斯达克100指数做为纳斯达克市场的主
要指数之一，目前也迭创新高，其100只
成分股均具有高科技、高成长和非金融
的特点，既涵盖了苹果、谷歌、微软、脸
谱和亚马逊等耳熟能详的全球高科技
巨头，也包括了特斯拉、AMGen、卡夫食
品等全球顶尖的汽车、生物制药、食品
公司，以及百度、网易、京东等中概股，
可以说集合了全球范围的优质股票。

纳斯达克100指数所涵盖的众多科
技龙头对美股的强劲表现功不可没。数

据统计显示，截至5月9日，苹果、谷歌、
微软、脸谱和亚马逊今年以来的股价涨
幅分别高达 33.61%、27.91%、11.81%、
30.80%和 27.06%。上周末结束的伯克希
尔股东大会上，股神巴菲特对以谷歌、
亚马逊等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股
票赞赏有加。而早在2016年上半年，长
期坚持不买科技股的巴菲特更是大手
笔买入了苹果公司股票，而苹果市值也
在2017年5月突破了8000亿美元。

据了解，易方达纳斯达克100指数
基金提供人民币和美元双币种交易模
式，为投资者提供交易便利。该基金成
立后，人民币份额拟于深交所上市交
易，上市后将支持二级市场 T+0 交易，
资金周转率更高。

易方达基金有丰富的海外指数基
金管理经验和领先的海外基金资产规
模，业绩表现优异。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5 月 8 日，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QDII-ETF)、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
增强美元现汇份额(QDII)、易方达标普信
息科技指数美元现汇份额(QDII)今年以
来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18.24% 、14.07% 、
11.18%。

北京现代近期推出的新服务品牌“享你未
想·北京现代智慧服务”在业界得到了广泛关
注，同时，与新服务品牌同一天推出的中高级车
新名图，也在市场上引起不小反响。新名图继承
了名图出色性能和经典口碑，强化中国专属化
特色，进一步契合中国消费者审美标准和用车
需求，有望引领当下中高级轿车市场实用、智
能、环保的消费潮流。

2017年新名图的上市，无疑进一步巩固

名图在中高级市场的第一阵营地位。从上市
至今，北京现代名图4年间由“畅销”到“常
销”，展示出其不同寻常的发展轨迹。

面对竞争激烈的中高级车战场，北京现
代名图独辟蹊径，抢占市场空白地带，同时保
持与时俱进，不断升级更新，以及强化中国属
特色，契合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从
而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走出一条由“畅
销”到“常销”的发展之路。

内地超大的基金公司——天弘基金
近年来大力发展指数基金，已经构建了覆
盖多行业的指数基金军团。目前，天弘基
金的系列指数基金分布于宽基（大盘、中
盘、小盘）与行业（消费、周期、成长、金融
等），细分资产种类相当丰富，具备分散投

资组合风险的可能，是很不错的资产配置
的基础资产池。据悉，天弘基金对跟踪误
差的控制非常严格，在严格遵守基金合同
前提下，更是把投资范围限制在指数成分
股范围之内，并对个股权重的偏离度进行
限制。

随着宽松货币政策告一段落，货币基
金收益水涨船高。中银基金表示，不妨借
货币政策收缩的“东风”，及时进场。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货
币基金今年以来的净值增长率达1.11%；
wind数据统计，截至4月30日，在676只显

示数据的货币基金及短期理财产品中（含
子份额），有86.24%的产品今年以来区间七
日年化收益率均值超过 3%；wind 数据显
示，截至4月底，中银活期宝成立以来区间
年化收益率均值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前20%。

看名图由“畅销”到“常销”的发展之路

巴菲特赢得指数基金十年赌约 天弘基金构建指数基金军团

中银基金：货币政策收紧 投资货基正当时

科技龙头助推纳指创新高 易方达纳指100抢抓美股机遇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中美联合制作的多媒体
舞台剧《春江花月夜：赛珍珠》前晚和
昨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连演两场，
惊艳四座。此次演出是由上海市文
联艺术促进中心主办，上海敦煌国际
文化艺术公司承办。在上海演出，也
拉开了《赛珍珠》在中国巡演的序幕。

赛珍珠1892年生于美国，5个月
大时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中国。她在

中国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把中文
称为“第一语言”，20岁起开始写作，
一生都在用笔为西方世界描绘一个
真实的中国社会，是第一位同时获得
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女性作家。
她也被视作中西方文明沟通的桥
梁。所以这样一部以表现赛珍珠一
生的舞台剧由中美两国联合制作再
合适不过了。

从现场表演来看，整部作品的结
构堪称完美。赛珍珠身上有太多的

中国和西方的元素，所以由西方舞者
来扮演赛珍珠，故事则引用唐代诗人
张若虚的著名诗作《春江花月夜》，分
为春、江、花、月、夜五个篇章，对应着
赛珍珠的青春、旅行、创作、思念与梦
想。这样的安排，让整部作品都洋溢
着中西合璧的华彩。从表演来说，也
是无可挑剔的。曾执导索契冬奥会
开幕式的丹尼尔·埃佐拉罗担纲担当
了《赛珍珠》的导演，他将一个美国人
在中国的境遇表达得非常贴切。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近年有关圆明园是否
重建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事情的
结果是至今人们只能看到火烧圆明
园之后的断壁残垣，昔日圆明园的
恢弘和雅致也只能停留在教科书
里。但是这一遗憾可能将随着“圆
明园·绝美秘境大展”的举办而被弥
补，这也是上海近年规模最大的一
个VR展。

在上海浦东滨江大道艺仓美术
馆举行的这个圆明园大展，其实就是
一个高科技艺术展览，焦点在对于圆
明园西洋楼的复原上。圆明园的西
洋楼是清代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
模建造的西式建筑和园林。本身建
筑采用了法国凡尔赛宫的构建，又结

合了巴洛克及罗马风格，传达了西方
文艺复兴的丰富和多样性。可惜建
筑经过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接连
摧毁，现在只剩下遗址。

此次展览的主办方通过国家图
书馆等收藏的240年前乾隆年间留
下的圆明园细致版画为设计稿，耗时
600多天时间用电脑技术重新勾勒出
西洋楼6栋宫殿和喷泉建筑的3D样
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恐怕是“谐奇
趣南北面宫殿”，不论复原规模与动
画的精细度，都堪称无与伦比。在参
观的时候，观众可以戴上VR眼镜，边
走边看，身临其境。在5分钟的行程
中，观众不仅可以360度全实景近距
离观赏圆明园西洋楼的景色，甚至还
可以登上宫殿二层，登高远眺宫殿前
曾经存在的茂密园林。

近年上海各种高科技的艺术展
很多，大多使用了新媒体，但是像如
此大规模的VR艺术展还是第一次。
主办方告诉青年报记者，为了让观
众能够更好地体验，现场设有免费
的专业导览员，他们将为观众完整
介绍西洋楼著名景点的建筑、大水
法模型，以及圆明园重要推手西洋
传教士郎世宁的史学背景等。这其
实也是一次历史普及的展览。策展
人温怡宁表示：“我们始终认为，艺
术能够跨越疆界。而展览更能够填
补艺术品与观众之间的鸿沟。圆明
园这样的题材虽然很遥远，但我们
希望通过最新的数码科技，让观众
有机会重新认识并亲近这个具有崇
高地位的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将持
续到8月27日。

“亲近太湖”
散文大奖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郦亮“亲近太湖”
散文大奖赛5月20日正式向全国征
文。此次散文大赛苏州吴江区政府、
江苏作协散文委员会和上海作协散
文委员会主办。上海作协旗下的华
语文学网和云文学网提供网络支持。

依傍太湖的吴江是中国散文之
乡，大赛主委会表示，他们希望通过
散文征集、评选活动，积极推动散文
艺术创作的发展，并唤起人们对太
湖“水天堂”的优美情感和美好回
忆。征文内容要求与太湖相关，表
达真情实感，字数 1000 到 3000 字。
大赛的组委会阵容可谓豪华，由著
名作家、江苏作协主席范小青和上
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担任
名誉主任。终评委员会则汇集了中
国第一流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孙
甘露、王尧、吴亮、麦家、李敬泽、苏
童、金宇澄等。

主办方告诉记者，此次散文大奖
赛将在今年10月揭晓，届时将举行
散文创作研讨会，并组织著名作家、
部分获奖作者和《吴江文艺》重点作
者进行文学采风活动。大赛可见吴
江政府官网、华语文学网和吴江文
艺网。

依托高科技艺术VR展览

圆明园西洋楼再现昔日风光

上海连演两场后 舞台剧《赛珍珠》展开全国巡演


